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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诗兰黛 (EL US; 203.72 美元; 目标价: 240.00 美元) 
护肤品、欧亚市场推动盈利增速超过销售    
雅诗兰黛的奢侈级护肤品牌全线持续报捷，多个引擎带动公司增长和利润加速，支持其 2020 财年销售增长 7-
8%的指引，这一增速虽然比前两年的 10%-15%略有减缓，但仍领先于同业。通过优化产品组合、削减成本和

有针对性地投资品牌，雅诗兰黛录得了毛利率扩张和每股盈利按计划提升，我们相信这些举措将进一步加强公

司的长期增长，提高经营敏捷度。公司在亚洲和欧洲的经营利润率分别为 20%和 31%，并仍在攀升；护肤品

利润率高达 29%，领先其他部门，是在创新和营销驱动下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增加投资和收缩在百货公司

的销售有助于抵消美国全行业的疲软，预计美国业务不景将延续到 2020 年。雅诗兰黛的增长战略卓越且多元

化，令我们对其实现长期目标更有信心。护肤品占公司总收入近 50%，占利润 80%以上，贡献大部分收益。

随着全球旅游零售和电商的成长，亚洲需求上升正推动公司达到其 20 年来最快的增速。在去年录得良好业绩

之后，数字投资和专卖店合作将帮助公司减轻对美国百货商店和化妆品市场的依赖。 

其他摘要 

亚德诺半导体 (ADI US; 108.59 美元; 目标价: 135.00 美元) 
盈利前景：在贸易紧张局势中表现良好    
虽然管理层对第四财季的预期低于市场共识，但亚德诺半导体公司相比同行表现依然不错。不考虑华为相关的

销售风险，我们预计公司的企业对企业销售额同比持平，鉴于当前行业的逆风，我们认为这是正面的。2020
财年的同比基础应会更低。除非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否则公司应该逐步走向正常的季节性销售模式，这

意味着销售额和每股盈利在 2020 财年首季可能触底。亚德诺半导体在工业、汽车和通信等不同领域拥有业务 
(统称为 B2B)，这令其比同行对半导体需求下降和华为黑名单有更好的承受力。公司不能与周期性需求影响相

隔绝，预计其近期销售下降。但尽管消费者市场不景，4G 和 5G 网络升级以及电动汽车的良好长期趋势将有

助于长期增长。较高的运营利润率推动强劲的现金产出，支持资本配置策略。 
 
应用材料 (AMAT US; 46.83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以研发抗衡短期芯片需求疲软    
应用材料有望在下一财年芯片需求反弹时恢复收入增长，先是 NAND 的收入，随后是 DRAM。公司在薄膜沉

积 (溅射) 和材料去除 (蚀刻，化学机械抛光) 设备方面领先，有助于它利用行业上升趋势。随着人工智能、大

数据、5G 网络和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推动对先进芯片的需求，公司的定位有利于其将长期年均收入增长和营

业利润率发布保持在 5%-10%和 25%-30%，甚至更高。公司的研发支出高于同行，将推动在材料工程和技术

开发的创新，减缓芯片需求波动的风险。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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